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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宏军 
副董事长　

总规划师   

高级规划师 

注册城市规划师

个人履历 

199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，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副秘书长，深圳市

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； 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

主要作品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-2010）》/主要参与人； 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》/主要参与人；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（2001-2005）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国土规划》/技术主持； 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》/技术主持； 

《深圳市盐田港后方陆域控制性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法定图则系列研究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现代物流也发展战略》/技术主持； 

《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

《深圳市城市建设年度计划》/技术主持。  

重要奖项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-2010）》获2000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、2000年国家优秀规划设            

计设计金奖； 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》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金奖；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（2001-2005）》获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银奖、建设部一等奖； 

《城市规划实施机制的逻辑自洽与制度保证》一文获得2008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三等奖。      

相关成就 

不仅具有较全面的规划综合研究和设计创新能力，而且对于城市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独特的理解和认识。

曾被授予深圳市青年科技金奖；所率领的团队荣获深圳市青年科技示范单位称号；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深圳市政府的多项重大研究课题。 

王富海 
董事长

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

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士 

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博士 

个人履历 

1985年起，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近6年；在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主任规划师/副总规划师近6

年，副院长6年，院长/总规划师6年，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  

特殊荣誉 

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（2004）；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（2003）；深圳市先进工作者（1996）；深圳市青年科技带头

人（1998）；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（2000）；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；全国注册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

专家组成员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、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/秘书长；全国市长培训中心教授；哈尔滨工业大学

客座教授；深圳大学客座教授；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；广东省人大立法顾问；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；深

圳市知识界联谊会副会长；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；深圳市国际投融资商会副会长；深圳同济大学校友会常务

副会长；“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国际方案竞选”等多个重大项目评委；多次出任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奖评委，及广东

省、深圳市优秀设计奖评委；担任多个城市政府规划顾问。

主要成就 

1993—1996主持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—2010）》获2000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、2001年国家优秀

规划设计设计金奖；1999主持申报“深圳总体规划”获第二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（UIA）城市规划专项“阿伯克隆比”

荣誉提名奖；2001—2003主持《深圳总体规划检讨、对策与近期建设规划》获2004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

2005年国家设计银奖；1994—1995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》编制组成员，获多项省部级奖；2003—2004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》编制组副组长，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金奖。

技术创新 

1996年起主持起草并跟踪调校深圳市规划体系及法定图则制度设计；1998年起指导研究深圳市城市设计操作体

系；2000年起研究近期建设规划的定位、编制与操作；2002年起指导编制深圳市国土规划（全国试点）并研究空

间规划体系；2003年建立“务实规划”理念与操作体系；2004年提出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划构成行政协调“双平台”

建议；2005年起研究“行动规划”、非法定规划。  

专业编著 

主编《务实规划》著作；主编《中国城市规划年度学术进展报告》；发表专业论文三十余篇。 

管理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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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树南 
董事　

总规划师　

规划三部经理 

高级规划师 

注册城市规划师 

东南大学硕士

个人履历 

199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，获得学士学位； 

1995-1997年就职于广州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；

1997-2000年就读于东南大学，获硕士学位； 

2000-2008年进入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； 

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 

主要作品 

《南京江宁大学城控规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控规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山东蓬莱高等教育产业园区概念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发展概念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连云港临港产业区控规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连云港大浦北片区控规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连云港板桥片区控规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总体概念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启动区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蛇口一突堤片区改造概念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福田保税区配套生活区调整规划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高新区中西片中小企业区详细蓝图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市委大院详细蓝图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苏州古城23号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》/专业负责人。

重要奖项 

《南京江宁大学城控规》获南京市2006年度优秀规划项目三等奖。

朱旭辉 
董事　
总经理　
总规划师   

高级规划师 
注册城市规划师 
同济大学硕士 

个人履历 

1986-1993年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获得学士/硕士学位； 

1993年起在深圳从事城市规划与研究工作； 

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 

主要作品 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-2010）》/总撰稿人之一和多个专项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（2003-2005）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划定及管理规定》/项目负责人；

《天津市北辰区京津路沿线地区城市设计》/项目负责人； 

《福州市城市发展战略》/技术主持；

《深圳市实施“文化立市”战略空间发展规划》/技术主持；

《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（纲要）及相关政策研究》/技术主持； 

《深圳水战略》/技术主持。

重要奖项 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-2010）》获2000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、2000年国家优秀规划设计设计金奖； 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（2003-2005）》获2004年度建设部一等奖和国家银奖； 

《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（纲要）及相关政策研究》获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村镇规划类一等奖； 

《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（纲要）及相关政策研究》获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村镇规划类一等奖； 

《深圳水战略》获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类一等奖； 

《福州市城市发展战略》获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。  

相关成就 

多年来，以优异的学业基础、刻苦的专业钻研和丰富的实践创新，参与了深圳城市发展的多项重大决策研究与规划，

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，多次获得国际、国家、省、市专业奖项, 荣获深圳市第四届青年科技奖及2007年度广东省城

乡规划行业优秀工作者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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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峻涛 

规划一部经理

副总规划师   

高级规划师 

注册城市规划师 

天津大学硕士 

个人履历  

199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；1999-2008年就职于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；2008年8月

加入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。 

主要作品  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（2004-2020）》/主要参加人；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

对策》/主要参加人；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研究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市

城市规划编制技术规定与管理办法研究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市金融产业布局规划》/ 项目负责人； 

《深圳市城市功能组团结构研究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西部滨海地区综合开发策略研究》/ 项目

负责人；《福建省南平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西部交通枢纽地区规划策略》

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市宝安区物流业布局规划研究》/ 项目负责人。

发表文章

《编制笋岗片区法定图则引发的思考》/规划评论，2003 年第 10 期；《哥伦比亚——一个理想

城市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》/规划评论，2004 年第 1期；《当前我国城市新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隐

忧》/城市规划，2005 年第 11期；《深圳城市中心区的历史演进》/城市建筑，2005 年第 5 期；

《“规划为什么有时不好用”——削弱城市规划实效的原因分析》/规划师，2007年第 1期；《我

国区域规划法制化进程的重要突破——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条例编制体会 》/城市规划年会

论文集，2005 年。

重要奖项 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（2004-2020）》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国家优秀规

划设计金奖；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研究》获 2007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

划设计项目一等奖。    

金 铖 
董事　

财务总监　

行政部经理

  

高级会计师 

国家注册会计师

 
个人履历 

1994年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（原安徽财贸学院）

1997-2008年就职于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

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

专业编著 

编著：《现代会计原理》（副主编） 

入世对我国会计行业的影响，（刊于《特区经济》） 

中小型企业内部牵制制度的设计，（刊于《江西财税与会计》） 

城市规划设计行业的责任成本核算，（刊于《安徽财会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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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 军 

交通市政部经理　

副总规划师   

高级工程师 

注册城市规划师 

注册咨询工程师（投资） 

同济大学在职博士 

个人履历 

1995年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总图设计与运输专业；1995-1997年就职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深

圳设计分院；1997-2008年受聘于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，历任项目主任和工程设计分院院长

助理。期间成为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交通工程专业工程硕士，目前为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交

通规划与管理专业在职博士；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  

主要作品

国家重点工程、粤港合作重点项目《深港西部通道口岸港方管区》PBDVC2、PBDVC3、SCCU、

SCU、图则报批、详细设计等阶段设计/专业负责人；深圳重大建设项目《深圳市前海片区市政工

程》（总面积13.8km2，道路总长 43.7km，投资约25亿人民币）/项目负责人；国家交通部重点工

程《深港西部通道》工程可行性研究修编、补充报告（占地约180公顷，投资约40亿）/主要设计

人；省公安消防重点工程《深圳市消防规划》/专业负责人；《深圳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》交通专

项/主要设计人；深圳重大建设项目《深圳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园区工程》（一、二期总投资约25

亿人民币）/项目负责人；国家重点工程《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口岸设施部分》（投资60亿

元人民币）/主要设计人；《深圳市南山分区规划》交通专项/主要设计人。深圳重大建设项目《深

圳市观澜高新技术园区市政工程》（总面积4.5km2，道路总长14.8km，投资约8亿元）/专业负责

人；深圳市地铁工程的《福田站综合交通枢纽交通疏解及管线迁移设计》/项目主任；深圳重大建

设项目《深圳市高新技术园区南片区、六片区市政工程》（总面积7.5km2，道路总长16km，投资约

10亿）/主要设计人；《厦门-金门跨海大桥口岸》预可行性研究/主要设计人；《福建省南平市滨江

快速路工程可行性研究》/项目主任；《浙江省湖州市火车站周边地区交通研究》/项目主任。

重要奖项 

《深港西部通道工程可行性研究修编、补充报告》获深圳市第九届优秀工程勘查设计二等奖；《深

圳市消防规划》获第十届市优二等奖励（2003 年）；《深圳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》获国家优秀

规划设计银奖、建设部一等奖。

秦 元 

公司监事

规划二部经理　

副总规划师

   

高级规划师　

注册城市规划师

个人履历 

1992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；2001年前就职于江苏省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； 

2001-2008年受聘于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；2008年8月起在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任职。 

主要作品 

《镇江市分区规划》/专业负责人；《镇江市西津渡古街区保护规划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扬中市城市总体规划

1997-2010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镇扬大桥和京沪高速铁路对镇江城市形态影响课题》/主要研究人员；《镇江市产

业结构与城市形态课题》/主要研究人员；《东莞市中央生活区详细规划》/主要设计人；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

2003-2005》/用地专项负责人；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 2006-2010》/用地专项负责人；《深圳市规划局近期技

术业务发展规划 2006-2010 暨规划成果整理1988-2005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江宁区近期建设规划 2004-2007》

/ 项目负责人；《2005 深圳市建设用地清理与建设用地现状调查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2006 年度深圳市城市建设用

地现状更新调查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建设现状及地貌调查》/ 项目负责人；《深圳市城市

总体规划 2007-2020》/用地专项负责人；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东部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/ 项目负责人。  

重要奖项 

《镇江市分区规划》获江苏省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；《镇江市西津渡古街区保护规划》获江苏省优秀规划设计二等

奖；《扬中市城市总体规划1997-2010》获镇江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；《镇扬大桥和京沪高速铁路对镇江城市形

态影响课题》和《镇江市产业结构与城市形态课题》均获镇江市科技进步奖；《东莞市中央生活区详细规划》获

深圳市第十届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；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 2003-2005》获 2004 年度建设部一等奖和国家银奖；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 2006-2010 暨 2006 年度实施计划》获深圳市第十二届优秀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、2007

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；《深圳市规划局近期技术业务发展规划 2006-2010 暨规划成果整理

1988-2005》获 2007年度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优秀项目。

相关工作 

2005年6月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厅的邀请，对全疆范围内的规划局、规划院及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专门的近

期建设规划培训；2008年1月接受广州市规划局的邀请，参加《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-2020》纲要第一阶段的

专家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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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餐前来个小合影，这是09年新春时候~ 餐前的某个小片段~

有个哲人说过，享受生活是一种境界，所以，有人享受孤独，有人享受安逸，有人享受

轻松，有人享受平淡，而我们，享受着我们忙碌过后的栖息！ 

享受之余！我们来个小合影吧！咔~我们定格在那个美丽的一瞬间。期待蕾奥更美好

的明天。

让我们把酒当歌吧！耶~

时间因感恩而流光溢彩，空气因感恩而芬

芳袭人，心情因感恩而花开灿烂，生活因

有你我的才充满温馨，愿我们蕾奥的明天

会更好。

正所谓“生命在于运动”。为了我们能够全身心的工作的同时，我们都有一个健康的

身体~更有利于在忙碌之余还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！我们部特地组织了一项 适合

我们大众的运动，羽毛球！

不练不知道，一练吓一跳。原来我们部的高手如云啊！看着每个人在运动场上的大汗

淋漓，听到每一个人的爽朗的笑声！那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。

运动后的惬意

运动后的心情很放松，一边走着，一边观赏着那来自大自然的味道。，也不为什么，就

感觉到一种快乐从心里弥漫开来，淡淡的笑意不由已主的从嘴角荡漾着。也许正应了

那句，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啊！抬头看看天际的浮云，或偏着头，看看路边的树木和

花草，还有不时从身旁经过的人和三三两两的车。还有迎面吹来的微风，突然感觉生

活如此美丽。

那些记忆的每一个美丽瞬间！那一张张笑脸~都印记着那些快乐的每个画面。

建设部《人口规模预测规程》研究

《深圳经济特区密度分区研究》

《深圳市土地使用相容性研究》

《深圳市城市规划编制技术规定与管理办法研究》

《深圳市城市规划体系研究》

我们准备上场啦~

看看这姿势就知道已经是专业选手啦~

规划一部

和年轻的深圳一样，年轻的规划一部员工来自五湖四海，平均年龄27.9岁。然而，与这份年轻不等同的是，一部的成

长中透着一份厚重：由来自于深圳规划院规划研究所的部分骨干组建，经历过深圳96总规、珠三角城镇群规划、深

圳近期建设规划及诸多重要研究等一系列项目的锤炼，屡次在重要期刊和论坛上发表反响显著的论文，获得部、

省、市多项规划设计奖项的荣誉……

在面对市场这一片汪洋大海前，我们面临着更叵测的挑战，但我们有信心面对挑战，团结和勤奋是我们最强大的

武器。

目前规划一部共有员工20名，其中博士3名、硕士11名，研究生学历占70％，注册规划师3名。专业技术领域覆盖城

市规划和设计、建筑设计、景观设计、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、环境科学等诸多领域。基于在城市宏观规划和政策研

究层面的深厚积淀，规划一部主要承担公司总体规划与战略规划、行动规划、规划管理咨询、政策研究和其它专项

研究等业务，目前业务范围已拓展至天津、江苏、河北、福建、湖南等城市。

一部技术骨干以往所取得的主要业绩包括：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（1996-2010）》获 2000 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、2000 年国家优秀规划设计设计金奖；

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（2001-2005）》获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银奖、建设部一等奖；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》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金奖；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（2006-2010）暨 2006 年度实施计划》获深圳市第十二届优秀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、

2007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；

《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例》研究获 2007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，建设部二

等奖；

《深圳市工业布局研究与规划》获深圳市第十二届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、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优秀项目三等奖；

《华侨城区发展策略与总体规划》获深圳市第12届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；

部门架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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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部人员主持与参与过的代表性项目有：

《深圳总体规划检讨、对策与近期建设规划规划 2003-2005》，获 2004 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，

2005 年国家设计银奖，秦元 /专业负责；

《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 2006-2010 暨 2006 年度实施计划》，获 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，

2007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，深圳市第十二届优秀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，秦元 /专业

负责；

《国家铁路深圳新客站地区综合规划》，获 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表扬奖，2007年度广东省优

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，深圳市第十二届优秀规划设计项目二等奖，张震宇 / 项目负责；

《深圳东部滨海地区发展概念规划》，获第十届深圳市优秀规划设计金牛奖，赵明利 /专业负责；

《兰州世纪新城规划》，获第十届深圳市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，赵明利 /专业负责；

《东莞市中央生活区详细规划》，获深圳市第十届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，秦元 /主要设计；

《深圳市规划局近期技术业务发展规划 2006-2010 暨规划成果整理1988-2005》，获 2007年度深圳市城

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优秀项目，秦元、张震宇 / 项目负责；

《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规划》，获 2006 年度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优秀项目，范嵘 / 项目负责。

东营的山，东营的水，还有快乐的我们

规划二部

2008年，蕾奥规划扬帆起航，在这个快乐、祥和的大家庭中有一只富有创意，追求进步的规划团队——规

划二部，我部人员多数来自原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，曾主要对口服务于深圳市规划局规划处、用地

处、设计处、交通市政处等多个职能处室，积累了丰富的规划实践经验。

目前规划二部共有员工22人，主要来自重庆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，大连理工

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著名高校，专业覆盖城市规划和设计、建筑学、风景园林、经济地理、经济贸易等

多个领域。在城市规划设计、管理咨询服务等方面作出了很多创新性研究与探索，对规划的实施操作有较

好的把握。短短一年以来，我部先后在广东深圳、广州、佛山、福建南平、天津北辰、塘沽、江苏镇江、江西

吉安、山东东营、浙江安吉等城市承接了30余项目，涉及控规、修规、城市设计、战略规划、概念规划、旧改

专项规划、产业园区规划、城乡统筹规划以及枢纽站点周边地区综合规划等多种类型。其中《广州市番禺区

大岗潭州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、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东部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、《天津市北辰区京津

路城市设计》、《深圳福田、龙华枢纽可行性研究与综合规划》等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均已体现二部整体专业

水平和团队作战实力，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与好评。

 

未来，我们还将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态度、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、更加优良的专业素养，积极的去应对激烈的

市场挑战。以“行动规划”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规划品牌，锐意进取，再创佳绩……

东营调研——累并快乐着！

温馨与浪漫随处可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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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心底里洋溢出来的是青春的笑容

长桌：不是会议，而是盛宴

规划三部

规划三部由总规划师叶树南带领，主要成员有规划总监梁有赜，主创设计师王卓娃、陶涛、秦雨和一群来自五湖

四海、年青有活力的新人所组成的团队。部门成员现在总共有18人，平均年龄27岁，主要来自于同济大学、东南大

学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、山东建工、中南大学等高校。年青活力、融洽和谐，机制平等是我们部门的特色。在过去

的一年里，我们的规划项目主要分布在南京、顺德、连云港、日照、包头等国内城市，规划的足迹也踏到了非洲的

尼日利亚等国家。

足迹踏遍五湖四海，历程体验丰富多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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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

行政部是公司目前唯一的综合性职能部门，现有同仁8人，具体承办公司行政、人事、劳资、财务、信息、图档及

图书资料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安全保卫等后勤服务事宜。

行政部秉承“务实、严谨、勤勉、高效”的服务宗旨，力求以较少的人力投入为公司的日常运营提供更多的、有

力的后勤支持。服务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请指出我们还没有想到的，请指出我们还做得不够的，我们将悉心

学习，尽心改善。

一切为了蕾奥。

交通市政部简介

交通市政部的技术人员基本源自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

院，技术人员平均年龄33岁，平均毕业年限超过10年，是一

支经验与活力兼备的队伍，其中6人以上均可独立带领技术

分队，有利于未来交通市政部迅速扩大。

交通市政部的人员专业包括道路、交通、给排水、电气等，是

城市规划领域的“基础设施”。骨干技术人员均主持、专业负

责过国家或省、市的重点项目，拥有城市规划和工程设计的

双重经验，是贯彻落实公司“行动规划”理念的有力支持。

作为蕾奥重要的技术部门，交通市政部的总体策略是：做好

规划配合服务，是立身之本；争取专项规划，特别是交通专项

规划，是发展之基；拓展工程设计领域，是壮大之源。

多年的专业积淀，成绩斐然，除与兄弟规划部门合作的规划业绩外，交通市政部骨干

技术人员的个人业绩还包括：

《深港西部通道口岸总体设计及场地工程》，国家重点工程，获深圳市第十三届优秀勘

察设计一等奖，第一届广东省土木工程“詹天佑故乡杯”奖；

《深圳市电力管网专项规划（2004-2010）》获深圳市第十一届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；

《深圳市消防发展规划》，获深圳市第十届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；

《深港西部通道一线口岸工程可行性研究》，获深圳市第九届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；

《长春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获吉林省二等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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